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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不断蔓延,传统模式下的产业经济遭受到了空前打击,为有效应对经济危
机,各个国家均开展了不同形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在互联网技术快速进步的大环境下,
相关学者开始着手研究如何借助于互联网实现各种产业之间的融合方法。本文首先概括了互联网经济
的发展情况,指出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不同之处,并通过观察互联网经济下的产业融合趋势,总结出
互联网经济背景下产业融合的三大效应。
[关键词] 互联网经济；产业融合；效应
引言

9.04亿,在2019年度,互联网经济总额为

源配置及信息传递等方面的障碍,使经

在传统经济模式的引领下,产业结

31.3 万 亿 元 , 占 据 本 年 度 GDP 总 量 的

济参与者不能及时把握市场中稍纵即逝

构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极大提升了社会

34.8%。我国的互联网经济规模已经走在

的机遇,加之所获取到的信息极为有限,

生产力。但随着全球产业市场的不断衰

了世界的前列,诞生了一批以华为、阿里

并且没有资源配置领域的支撑,严重阻

退,传统模式下的经济发展理念受到了

巴巴、腾讯为代表的互联网企业,为后续

碍了经济的正常发展。在进入到互联网

严重影响,在市场需求已发生一定转向

实现互联网经济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打下

经济时代后,可利用大数据技术精确分

的现状下,此类产业模式已显现出颓势,

了牢固基础。

析消费者的喜好,并且在高度发达的物

亟需进行产业深化改革。在互联网技术

流系统的支持下,打破了传统经济模式

飞速发展的时代,互联网经济所占比重

2 互联网经济与传统经济的主
要区别

不断增加,传统经济受到了空前挑战。

互联网经济相比于传统经济,具有

按照此种发展趋势,互联网经济与实体

较为显著的区别。互联网经济是以互联

另外还可以在互联网平台的支持下,可

经济必将实现充分的融合,这同时也是

网为基础,具有共享、免费、个性化、以

在短时间内形成巨大的经济裂变效应,

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研究在互

平台为中心、用户体验至上等特点,其不

获得可观的市场收益。

联网背景下的产业融合具有深远的社

受地域、时域的限制,经济发展速度极

会价值。

快。在探讨互联网经济下的产业融合的

下的时空限制。经济参与者无需经更多
的精力投入到资源配置及信息传递方面,

2.3互联网经济可实现全球化的业
务拓展

1 互联网经济发展概述

相关问题时,应紧密围绕互联网经济的

在传统经济模式下,开拓海外市场,

互联网经济是一种主要借助于互联

上述特点,从而准确把握二者之间的主

需借助于多种交通运输方式,使各类原

要区别。

材料及产品实现较大范围内的配置。由

网开展各类经济活动的形式,在互联网
飞速发展的现状下,互联网经济体量不
断壮大。受到互联网经济大环境的影响,

2.1互联网经济将知识与信息作为
发展基础

于运输距离较远、风险高,必定会产生高
昂的物流费用。并且此种方式受制于外

产生了以网络购物的为代表的网络消费

互联网经济更加体现了知识与信

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风险

形式,并且由于网络消费具有方便便捷

息的价值,它们以平台为中心,将知识

性。如采用互联网经济的模式,则可以在

的特点,使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一种

与信息作为独立的资源,按照市场经济

强大的数据采集及分析能力的作用下,

消费方式。互联网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

学的基本理论,广泛参与到市场经济的

制定出最为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案,在全

中所占比例不断提高,现今已成为增长

竞争之中。从互联网经济的表现形式上

球范围内获得原材料并组织生产,从根

最快,同时又最具潜力的经济发展模式。

看,互联网经济早已摆脱了传统经济下

本上降低物流成本、源材料成本与劳动

的各种束缚,为企业降低了各项经济运

力成本,加快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并可

行成本。

以有效促进互联网经济的产业融合。

强大的互联网经济离不开互联网的
支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

2.2互联网经济的裂变效应

截至2020年3月15日,我国网民规模为

在传统的市场经济中,无法跨越资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3 互联网经济下的产业融合
趋势
63

经济学

Economics

第 3 卷◆第 3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一方面传统经济发展逐步放缓,另

束效应

息判断出后续的经济走势,在充分解读

一方面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撑下,互联网

传统企业应积极投入到互联网经济

经济快速发展,这为各大企业提供了一

的大潮之中,利用自身产业集成化程度

个最佳的转型契机。在互联网发展初期,

较高的优势,借助互联网经济产业平台,

某些具有长远发展理念的企业即觉察到

力争在融合互联网经济的过程中加快市

在互联网经济产业融合中,不但具

了其中蕴含的巨大商机,开始了自身的

场布局,同时将企业日常运营的成本降

有传统市场经济下的市场垄断现象而且

产业布局之路。

至最低限度。企业之所以能够以最小的

更加剧了这一现象。但由于互联网经济

及认可后实施扁平化的管理。
4.3互联网经济产业融合的市场垄
断效应

通过观察早期的互联网经济情况

成本去搏击巨大的市场效应,究其根源

具有其特殊之处,因此二者的表现形式

可以看到,零售、传媒、教育等成为第

在于各家企业在互联网产业融合中具有

不尽相同。传统意义上的市场垄断是指

一批产业融合的领域。随着互联网经

类似的资源需求,故以往存在的资源竞

对各类实物资源及市场的垄断,互联网

济的迅 速 普 及 ,跨 领 域 的 产 业 融合 速

争等情况能够得到妥善解决。在资源共

经济中的市场垄断主要指互联网企业利

度在不 断 加 快 ,现 已 成 为 支 撑 传统 产

用的作用下,可以切实提升利用效率,从

用技术等优势,垄断了各种网络资源,特

业发展的基础。

而有效降低了运行成本。通过大量的调

别是用户资源的垄断行为。互联网经济

我们以共享单车行业作为具体实例

研可发现,产业之间的资源需求越趋向

产业融合中,某些发展较早、拥有核心技

进行分析。共享单车市场具有典型的互

一致性,产业融合的效果越佳,其成本约

术的网络公司借助自身独特的技术优势,

联网经济烙印。我国曾是自行车大国,

束效应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对其他企业实行信息封锁,使市场竞争

但随着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曾经的三
大件渐渐退出家庭。各大自行车厂家纷

4.2互联网经济产业融合的组织优
化效应

不充分。在互联网经济中,主导了数据信
息的一方即占据了巨大的市场资源,并

纷倒闭或转行,剩下的也渡日艰难。但随

组织优化是一种基于实际需要,按

在市场垄断效应下对互联网经济造成严

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交通问

照科学化的优化方案,对企业内部人员

重损失。若想彻底扭转此类现象,需从国

题日趋严重,各大互联网公司从中看到

进行岗位适配的过程。在产业融合的过

家层面进行相关立法,加大数据保护与

了巨大商机。不但抢占各大城市,甚至抢

程中,实施组织优化策略能够有效解决

共享力度,对违法企业进行严厉处罚。

占三四线城市,现在有不少较为发达的

管理不力等问题,是企业规范化运营的

5 结语

乡镇都有共享单车。各大互联网公司在

重要手段之一。在互联网经济快速发展

随着我国互联网经济的迅速发展,

布局共享单车时,不仅看到了其巨大的

的时代,其市场需求也在向多元化的方

互联网经济下的产业融合已成为社会关

市场需求,并且以共享单车作为切入点,

向发展,故互联网经济产业融合应采取

注的重点领域之一。本文通过探讨互联

打造基于用户体验的生活一体化服务。

横向融合的方式,可以有效对组织结构

网经济的特点,总结出互联网经济下的

在互联网经济的带领下,传统的单车企

进行合理优化,使产业融合中的各方均

产业融合效应。随着传统经济体呈现出

业依托共享单车市场,已实现扭亏为盈,

可以在多元化产业的发展中找到自身定

发展缓慢的趋势,互联网经济应切实发

不但有效解决了生存问题,还充分利用

位,有效规避了组织异构所造成的严重

挥出自身优势,并借助多元化的互联网

了共享经济的优势,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后果。通过分析可见,通过产业融合,利

技术,加快产业融合速度,使传统产业能

空间。

用互联网优势,优化企业组织结构从而

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转型升级,实现发展

4 互联网经济的产业融合效应

产生的优化效应已成为互联网经济产业

模式的创新,为社会经济发展做出应有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各领

融合的重要表现。另外,除行业内的产业

的贡献。

域的传统经济看到了未来的发展趋势,

融合之外,还有越来越多的跨行业的产

[参考文献]

纷纷建立起基于互联网经济产业融合的

业融合,其中最为常见的表现形式为企

[1]翁琪.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的产业

全新模式,使其自身能够适应时代变革

业并购。要在产业融合结束后,从便于管

融合研究[J].商讯,2018,149(16):67-68.

所带来的的冲击。通过全方位的产业融

理的角度出发,采取扁平优化的策略,促

合,传统企业获得了全新的发展活力。以

进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完善。还可以采取

下就互联网经济下的产业融合效应进行

信息化管理平台,强化扁平化管理制度,

[3]左海聪.浅析互联网经济与传统

论述。

提升对市场经济的中的动态管理效果,

产业的互动与融合[J].全国商情·理论

并时刻关注市场行情变化,依据各类信

研究,2018,000(029):81-82.

4.1互联网经济产业融合的成本约

64

[2]李刚.试论互联网经济背景下的
产业融合[J].经济视野,2018,(4):107.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